




附件 1.复赛入围名单 

北方工业大学 李云栋 带通滤波器的设计——以经编机光电断纱检测为例 

北华大学 董胜 手机蓝牙控制的信号源设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刁为民 嵌入式处理器汇编程序设计——Angel 模拟调试器(虚拟仿真实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玉玺 口罩静电特性测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峭 “九连环”求解器 Verilog HDL 数字设计实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静 数字电子秤系统设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秀磊 基于中小规模集成电路的模型计算机设计 

北京化工大学 纪银环 多级 RC 耦合放大电路工作特性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 王睿 病毒大作战 

北京交通大学 赵翔 简易数字示波器 

北京理工大学 马玲 虚实结合的继电接触器控制线路实验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杨慧春 学号显示电路的设计及多方法分层次实现 

北京邮电大学 高英 红外通信电路的设计与实现 

滨州学院 张明辉 IIR 数字低通滤波器的设计 

滨州学院 苏英 基于 CC2530 的农业大棚温湿度自动调节系统设计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田佳 声光两控延时灯装配与焊接实训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段丽华 自习室人数统计实验设计报告 

常州大学 孙广辉 晶体管放大电路影响因素研究 

成都工业学院 梁飞 基于可调 PWM 波的渐变 LED 灯电路设计 

大连海事大学 周丽娜 RLC 串联谐振电路的研究 

大连海事大学 白一鸣 智能电子秤设计 

大连海事大学 李鹏 线激光亮度调节控制器设计 

大连海事大学 翟朝霞 智能家居系统设计--基于单片机的开放式选题教学实践 

大连交通大学 鞠艳杰 电子密码锁的设计与制作 

大连理工大学 巢明 结合中间件概念和课程思政内容的单片机串口实验案例 

大连理工大学 马驰 虚实结合的二极管特性研究实验 

大连理工大学 杨南海 流水灯控制电路设计 

大连理工大学 邹德岳 基于 FPGA 的扩频序列产生与检测电路设计 

电子科技大学 梁莹林 光电容积脉搏波检测电路的设计与现实 

电子科技大学 保骏 “自主探雷战车”系统实验设计 

电子科技大学 钱璐 高效数字抽取器进阶设计 

东北大学 杨楠 教室灯光智能控制电路的设计 

东北大学 周子俨 晶体管放大电路的研究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吉静 信号源的设计与制作 

工程大学 王红霞 基级调幅电路的设计与仿真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张辉 基于远程可控的多功能数字时钟的设计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唐承娥 +5V 手机充电器的设计与制作 

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试验训练

基地 
赵玉婷 比较器实验——超温检测电路的设计与实现 

哈尔滨工程大学 薛睿 高稳定度的 LC 正弦波振荡器的设计 

哈尔滨工业大学 刘洪臣 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系统设计实验 

哈尔滨工业大学 由佳欣 直流磁路系统（螺线管式）仿真与测试 

哈尔滨工业大学 张刚 循迹竞速电动车设计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李鸿志 智能分类垃圾桶的电路系统设计与制作 

海军工程大学 吴苏 电子沙漏控制器设计 



河北工业大学 黎霞 直流稳压电源综合设计与实现 

河北工业大学 刘翠响 数字信号处理综合实验---DTMF 信号的产生与提取 

河南科技大学 史敬灼 Buck 斩波电路 

衡水学院 郭海丽 无线温度控制系统设计 

湖北工程学院 张升义 心电信号中的工频干扰处理 

华北电力大学 马海杰 你的密码我来猜 

华北电力大学 赵东 三极管共射极放大电路的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吴葛 基于 Arduino 的自动开门装置设计 

华中科技大学 徐琛 无源线性网络端口等效模型研究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丁燕 人体反应速度测试系统的设计与调试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高杨 搅拌机电气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 

火箭军工程大学 郝欢 汉字书写电路的设计与实现 

空军工程大学 姚远 基于 PBL 的抽样定理综合创新性实验 

空军航空大学 李井泉 基于双向移位寄存器 74LS194 的交通灯控制器设计 

空军航空大学 宋暖 任意进制计数器的设计 

昆明理工大学 李大焱 RLC 串联电路研究与应用探索 

昆明理工大学 董凌 数字频率传输 

昆明理工大学 高军芳 基于 NI ELVIS 的有源二阶低通滤波器的设计及性能分析 

兰州交通大学 张铮 提高功率因数的实验改进 

兰州交通大学 苗新法 会唱歌的台灯 

兰州交通大学 王春丽 基于运动感知的手指康复训练系统设计 

南昌大学 杨俊清 基于 OBD 的车载数据采集模块的设计 

南京工程学院 陈巍 小型巡线巡检无人机设计 

南京工程学院 陈国军 基于自主导航机器人项目教学的电子系统综合设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竺琼 差分放大电路的设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钱荔 基于 MATLAB 和 LabVIEW 联合编程的风力发电系统虚拟实验平台设计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梅永 基于 OBE 理念的“篮球 24 秒倒计时”综合设计实验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赵静 基于口袋实验板的单管共射放大电路测量与诊断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徐伟 DAC 选型与典型应用实验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刘建成 信号分解与合成实验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刘恒 微弱电容检测接口电路实验设计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庄建军 面向“复杂工程”的单通道心电放大器设计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王新蕾 基于有限状态机的单片机多任务综合实验设计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王璇 数字电压表的设计与制作 

南京邮电大学 刘艳 汽车尾灯的设计与实现 

南京邮电大学 顾艳丽 电子显示牌设计 

南京邮电大学 任青颖 基于集成运算放大器应用电路的渐进性设计与实现 

南京邮电大学 薛梅 基于串口通信的电子琴 

南开大学 赵二刚 运算放大器输出稳定性研究 

南通大学 
 

基于 LCC 补偿网络的无线电能传输系统设计 

内蒙古工业大学 吴嘉锴 基于 iCircuit 手机端应用的抢答器电路虚拟仿真设计 

内蒙古科技大学 胡晓莉 串行通用异步收发器设计 

宁夏大学 伍永峰 
基于物联网的枸杞生长近地环境参数监测与自动水肥一体化系统的设

计与实现 

青岛大学 杨杰 智能燃脂塑形衣低周波信号电路设计与制作 

清华大学 孙忆南 示波器上的万花尺 



山东交通学院 王常顺 全向移动小车轨迹跟踪控制系统 

山东交通学院 张吉卫 “不倒翁”平衡小车设计与实现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乔倩 智能电子密码锁的设计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申玉玲 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装配及绝缘性能检测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王宇 泵房自动排水系统的设计与装调 

上海交通大学 王俊杰 采用 RLC 谐振测量金属圆片的直径和距离 

上海交通大学 刘珊 基于虚实结合的单管放大电路实验 

深圳技术大学 曹建民 单片机与智能小车设计 

四川师范大学 廖磊 分频器与简易电子琴设计 

苏州大学 胡丹峰 基于 FPGA 的呼吸灯控制电路设计 

苏州大学 方二喜 无线传输系统设计 

天津大学 刘璁 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应用 

天津大学 李昌禄 多功能炫彩音乐喷泉设计 

天津大学 李奕 数字合成信号发生器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韩金玉 物流终端智能取货无人系统设计 

武汉大学 陈旻哲 基于多谐振荡电路的自行车尾灯制作实验 

武汉大学 卢昕 基于人脸识别的自动签到系统设计 

武汉大学 刘彦飞 超声测距前置放大电路设计与参数分析 

武汉大学 黄根春 单相用电器分析监测装置 

武汉大学 金伟正 多乘法器频谱线性变换实验 

武汉工程大学 邹连英 智能体温监测预警系统设计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秦红波 连续系统的模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许卫东 基于 ARM Cortex-M4 的采样定理设计实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张伟涛 可重构微处理器接口设计与应用实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邓军 基于北斗的定位系统实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高永婵 嵌入式多核处理器开发环境的信号采集与实时处理 

西安交通大学 张翠翠 模数转换 

西安交通大学 孙敏 创意番茄钟 

西安交通大学 杨荣 “语音+视觉”智能垃圾分类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西安交通大学 沈瑶 线性动态电路的测试与智能分析 

西安交通大学 原晓楠 Arduino 创意设计——智能植物培育体 

西安邮电大学 杨锐 基于 FPGA 的模型计算机设计 

西北工业大学 刘雨鑫 相位检测电路设计与调试 

西南科技大学 刘春梅 模拟随机投掷骰子游戏 

西南科技大学 张丽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控制线路设计 

西南科技大学 魏东梅 带啸叫抑制的音频功率放大器的设计 

信息工程大学 刘瑞婷 具有计时、显示功能的抢答电路系统设计与仿真 

长江师范学院 郝正同 集成计数器的验证与应用 

中国矿业大学 周一恒 负反馈放大电路分析与设计 

中国民航大学 郝磊 OTL 便携式音频功率放大器的设计 

中国民航大学 陈万通 卫星授时与同步验证系统的设计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李琪菡 正弦交流日光灯电路功率因数提高的研究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任嘉 智能野生动物观测系统的设计 

重庆大学 陈礼 抗干扰的语音音频放大电路 

重庆大学 吴华 音频信号的多速率转换和数字限带滤波 

重庆科技学院 田芳 一控千窗 



附件 2：酒店信息及学校地图 
温馨提示：房间已经提前预定好，请各位老师到酒店登记时，说明参加南昌

大学承办的全国高校电工电子基础课程实验教学案例设计竞赛（鼎阳杯），即

可登记入住。 

酒店名称 地址 价格 备注 

星程南昌红谷滩南昌

大学酒店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前湖

大道 988 号梦立方广场星

程酒店 

单/标间价

格：320 元 

房间已经预

留好 

麗枫酒店（前湖大道南

昌大学店）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

区前湖大道 988 号（星程

酒店斜对面） 

单/标间价

格：320 元 

房间已经预

留好 



附件 3  
全国高校电工电子基础课程实验教学案例设计竞赛（鼎阳杯）复赛推荐表 

实验案例名称  

参赛单位 

（学校、院系） 
 相关专业  

设计者 1姓名  电子邮箱  

移动电话  
通讯地址 

(含邮编) 
 

设计者 2姓名  电子邮箱  

移动电话  
通讯地址 

(含邮编) 
 

设计者 3姓名  电子邮箱  

移动电话  
通讯地址 

(含邮编) 
 

相关课程名称  学生年级  
学时 

(课内+课外) 
 

 

 

教务部门 

推荐意见 

 

 

 

 

 

签字：                       印章 

 



附件 4：交通建议： 

目的地：星程南昌红谷滩南昌大学酒店（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前湖

大道 988 号梦立方广场星程酒店） 

1. 乘火车来南昌 

1） 南昌火车站 

（1）乘坐地铁 2 号线—245 路公交车，票价 5 元。（百度地图） 

 

（2）乘坐地铁 2 号线—864 路公交车，票价 5 元。（百度地图） 

 

（3）打车，约 15 公里，44 元（百度地图） 



 

 

2） 南昌西站（高铁站） 

（1）高铁巴士 9 线，票价 5 元。 

 
（2）打车约 10 公里，25 元。 



 

2、乘飞机来南昌，抵达南昌昌北国际机场 

（1）机场公交 3 线，票价 15 元。 

 

 

 



（2）打车，约 30 公路，87 元 

 

 




